
本报讯 乡村振兴示范村暨
人居环境整治现场推进会日前
举行。市委副书记廖国勋在会
上强调，乡村振兴是建设人民城
市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要深入
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准确
定位、充分挖掘上海乡村的价
值，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
下大力气推动产业更旺、乡村更
美，让广大农民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廖国勋指出，要自觉对标中
央和市委的要求，牢牢把握党的
领导是根本保证，切实把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转化为
重农强农、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

优势。牢牢把握产业兴旺是关
键，立足超大城市需求和特点，积
极壮大集体经济，加快培育新经
济，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牢牢
把握解放思想是前提，在培育吸
引人才、引导资金参与等方面加
大创新探索力度。要着力提升广
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内生动
力，强化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引领
作用，促进示范村与周边村联动
发展，放大整体效应，更好带动全
市乡村振兴工作全面推进。

副市长彭沉雷出席会议并通
报有关情况。会前，与会人员赴宝
山区罗泾镇海星村、塘湾村实地察
看环境治理、党群服务、特色产业
培育、示范村连片发展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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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以色列的国家激光
装置（NLF）是我国首台出口发达
国家的高功率激光装置，对激光
参数和可靠性提出了非常严格
苛刻的要求。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高功率
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经过6年多
的攻关，于2017年底完成了该装
置的验收交付。由于是现场调
试总体负责，在 19 个月的时间
里，实验室80后党支部书记张攀
政在以色列工作了将近400天，
最终与同事们一起交出一份完
美的成绩单。

成功背后的努力和艰辛
联系到张攀政的时候，他正

在外面送女儿去上英语课。女
儿4周岁以前，他没能陪她度过
一个生日，很长一段时间父爱的
缺失至今还留有阴影。他觉得
对女儿有所亏欠，所以一直努力
地想弥补。

虽然2017年初完成装置技
术验收，年底完成可靠性验收
后，回到了上海。但是，2018年
女儿还会经常说：“妈妈，爸爸
来过我们家，他还回以色列的
家吗？”2019 年，只要他出差，
女儿就问：“爸爸，你这次出差
是去以色列吗？”泪眼婆娑的小

眼神里，张攀政看到的是女儿
的担忧和不解，这是他欠女儿
的。

但是，以色列项目的成功大
大提升了我国在高功率激光领
域的国际影响力。张攀政说，他
的小家庭为此做出的牺牲是值
得的。

张攀政2006年毕业于西北
工业大学理学院光信息科学与
技术专业，2011年从上海光机所
博士毕业后便留所工作。

“激光聚变是人类目前最庞
大、最复杂、超精密的超大型科
学工程，也是各科技强国争相开
展战略部署的制高点。”张攀政
告诉青年报记者。

在装置技术验收会后的合
影中，以方专家脸上洋溢着的笑
容和我方技术人员脸上的淡定
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方专家的
喜悦是因为装置卓越的输出性
能，我方人员的淡定是因为大家
深深明白项目成功背后大家所
付出的努力和艰辛。

血液里的中华民族之魂
在异国他乡，爱国热情和民

族荣誉感会空前高涨。这时候，
总能深深体会到流淌在血液里
的中华民族的魂。

“刚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
有两次被当地人认作是日本

人，这件事让两个女同事泣不
成声。某天，在去上班的班车
上突然响起了中文歌曲，我们
很多同事哭了，七尺男儿泪沾
襟。”

在以色列，一边必须要守住
项目合同的时间节点，一边面对
的问题是不能加班。以色列的
法律规定，周末必须停止一切公
共生产营业活动。怎么办？只
能把所有的技术沟通、计划讨
论、工作安排放在休息时间，上
班期间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争
分夺秒地干。

最终，中国科研人员在19个
月的时间跨度内误差小于两周、
无任何返工、高质量地完成了
360多个调试过程，按时实现了
装置的验收。

在技术验收会议上，张攀
政作为中方技术团队代表发
言，讲述了自己在两年的装置
调试过程中的感受。发言后，
以色列方面的几位负责人情不
自禁地给了他热情的拥抱，那
是一种信任、尊重、甚至是崇
拜。

“他们看到的是支撑在我们
身后的祖国的强大、光机所科技
力量的强大以及现场技术团队
所表现出来的专业水平和一丝
不苟、追求卓越、团结协作的高
尚品格。”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
科技现代化”“毫不放松抓好粮
食生产，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要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
民合作社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
吉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各地
干部群众中产生强烈反响，并为
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鼓舞基层
干部群众信心。

当前，全国防汛进入“七下
八上”阶段。各地在做好防汛救
灾工作同时，不忘农时，及时帮
助农户抢收抢种补种，全力做好
农业生产，将灾情影响降到最
低。

“农业部门及时为我们送来
了种子，还指导我们翻耕补种，
心里踏实了。”连日来，湖北省黄
冈市黄梅县孔垄镇邢圩村种粮
大户陈红军忙着对绝收田块翻
耕补种。

陈红军今年承包了100亩农
田种水稻，洪灾导致约 50 亩绝
收。头几天，当地农业技术专家

给他送去了免费的种子，并现场
进行技术指导，帮助他恢复生
产，让他看到了希望。

“粮食生产和安全是习近平
总书记关心的事，也是我们当前
工作的头等大事。在做好防汛
救灾的同时，我们要千方百计稳
住农业‘基本盘’，守好农村‘战
略后院’。”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副
厅长肖长惜说。

他说，水退人进，为最大限
度减轻灾害损失，湖北多地积极
开展灾后农业生产自救，及时上
足人力、机械，调配农资，启动了
救灾种子调运程序，落实“早翻
秋”种源350万斤，可补种88万
亩左右，还派出专家组，现场指
导一些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开展
改种复种。

在江西，各洪涝灾害重灾县
正在抓住无雨时段迅速进行早
稻抢收，对没有机收条件的倒伏
田组织人力进行人工抢收抢割，
尽可能减少产量损失。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

管理处副处长李明说，本次汛情
早稻受灾最为严重，且汛情期间
正值早稻收割的关键期，做好早
稻抢收抢烘工作是当前防汛救
灾、恢复生产生活的重中之重。
我们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精神，抓好晚稻种植，做
到水退到哪里，抢种补种就到哪
里。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

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
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
民。”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
时对黑土地保护提出新要求，也
让广大农民和农村工作者备受
鼓舞。

“总书记的话让我们这些长
期扎根在基层、共同为黑土地保
护默默工作的科研工作者感到
非常振奋。我们要遵循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用
养结合、保护为先、科技为主、逐
步恢复的策略，不断夯实国家粮
食安全基础，推进农业绿色发

展。”吉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
学院院长高强说。

进入7月下旬，吉林省梨树
县梨树镇泉眼沟村地里玉米长
势良好。当地种粮大户张文迪
承包了420公顷玉米地，每公顷
产量约2.4万斤，每年向社会供
应优质商用玉米1000多万斤。

他告诉记者，主要通过免耕
技术等保护黑土地，秋天将全部
玉米秸秆覆盖还田，春天免耕播
种或条带耕作后用免耕播种机
直接播种，减少土壤风蚀、水蚀，
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玉米长势
更好。

“粮食生产的根本在耕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高标
准农田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
备支撑’，也正是我们努力实践
的。手中有粮，才能心中不慌。”
张文迪说。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
广大农民和农村工作者表

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吉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

终把粮食生产放在最重要的战
略位置，不断加强粮食生产基础
保障能力建设，稳政策、稳面积、
稳产量，为端稳中国人自己的饭
碗贡献力量。

“庄稼都起来了，挺好！”这
些日子，眼见着地里的庄稼长势
越来越好，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
县玉新玉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麻玉江终于放下了悬
着的一颗心。就在一个月前，合
作社还有约20%的地块受涝，部
分秧苗枯黄。

麻玉江说，事在人为，村里
组织好几台水泵排水，加上最近
天气晴朗，算是打了个“翻身
仗”，现在玉米长势比去年还好！

“种地有奔头，致富有信
心。总书记的嘱托，让大家干劲
更足。现在看，只要后期没有大
的灾害，肯定还是一个丰收年。
我有信心，一定不辜负总书记希
望，再接再厉种好粮，把合作社
办得更加红火。”他说。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经典画面重温，沉
浸在角色中的年轻人，在场景重
现中倾听心声，在台词重复中升
华思想，伴随着铿锵有力的诵
读，一篇篇饱含着正能量的美言
佳句浸润着人们的心灵，令所有
到场观众激情荡漾、热血沸腾。

仲夏的夜晚，由淮海中路街
道党工委主办，由新天地商圈联
合党委承办的新天地之声配音
朗诵大赛，在位于复兴中路360
号的新天地商圈党群服务站唱
响。

“颂红色经典，做红色传人”
新天地之声配音朗诵大赛是淮海
中路街道第二届“红色文化节”系

列重要活动之一，结合庆祝建党
99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展

“四史”学习教育等时代热点，本
届“红色文化节”紧扣“红色淮海·
不负韶华”这个年度分主题，围绕
辖区内的标志性地标和路名，共
设置“石库门之魂”“新天地之声”

“兴业之路”“复兴之梦”四大主题
板块，寓意“从石库门到新天地，
从兴业路到复兴路”。

当日现场，配音组参赛选手
们沉浸角色，投入深情，绝妙的
相似，仿若原音再现。他们的配
音片断，瞬间将所有到场的观众
带入情境，几段配音表演，让我
们重温了党的成立到发展壮大
的全过程，让我们又一次回到那
个战火纷飞的炽热年代。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指明方向、鼓舞信心

历时19个月 360多个调试过程
他们在以色列交付国家激光装置

记者：怎么会想到研究激光

的？

张攀政：最初择业时是一种
兴趣，慢慢地发现有一些不是最
前沿、不能发高大上论文，但却
很重要的工作需要有人认认真
真地去做，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一
个人。

记者：以色列项目让你印象

最深刻的事是什么？

张攀政：2015年10月开始
赴以色列进行装置现场集成工
作。印象最深的是合作过程中
以方工作人员身上一丝不苟、严
谨认真的态度，曾经到以色列的
荒漠里体验了一天，这个国家就
是在那样一种几乎是寸草不生
的自然环境中建设成一个科技

发达国家和农业出口国家，当时
被他们的智慧和勇气震撼了。

记者：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张攀政：未来希望通过我的
努力，带领团队一起，实现现有
的激光驱动平台的高质量运行
和输出性能的不断提升，另一方
面，研制出性能更加卓越的综合
激光平台。

乡村振兴示范村暨人居环境整治现场推进会：

充分挖掘上海乡村价值
推动产业更旺乡村更美

唱出红色经典“新天地之声”


